
理性看待大数据下的年度盘点

■ 何珂

如果说看跨年晚会是传统的跨年方式的

话，那么社交平台上一组组的 App 年度报告则
是一种颇为新潮的跨年方式。

岁末年初， 各大 App 纷纷推出用户专属
“年度报告”，再度引发社交媒体“晒图分享”浪
潮。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企
业纷纷给自家用户推送各具特色的 “年度报
告”，以此作为提高用户粘合度的方式，进一步
提升用户的归属感。 2017 年网易云音乐发布
个人听歌报告之后， 越来越多的 App 加入了
生产年度报告的阵营：社交通讯、影音娱乐、美
食外卖、支付理财、交通出行、运动健身、新闻
阅读……全方位覆盖日常生活。

一年时间匆匆过， 很多人会有回首盘点
的想法。 “App 年度报告” 通过对数据的形象
化， 把一些日常无暇关注的小细节记录下来，
诸如一年刷了多久微博、 健身了多长时间、叫
了多少次外卖、 在支付宝平台花了多少钱等，
这些直观的数据能够为个人评估自己提供一

个良好的参照。 除此之外，各个年度报告摘选
的一些特色数据也是唤起个人回忆的一个窗

口，比如，网易云音乐会呈现你听过最多次的
音乐、听到最晚的一首音乐等。 透过这些线索，
你或许会想起一些早已淡忘的事情。 不少人似

乎已经将翻看这些年度报告作为一种年末仪

式，将截图发在社交平台上，跟大家一起调侃
过去的一年，的确挺有意思。

但再精准的数字也无法完全反映出真实

的自我， 更不必说这些被平台选择过的数据。
问答软件或许会告诉你今年你浏览了数千个

问题，超越了 90%的网友，却没有告诉你 80%
的问题都是明星八卦；健康软件或许会根据你
的打开时间，为你贴上”健身达人“的称号，却
不会知道其实你或许只是打开了软件而已，并
没有真正开启锻炼；音乐软件或许会在报告里
显示你曾经在单曲循坏了某一首歌曲很多遍，
但它可能不会知道，你那天只是睡着了忘记关
闭。 因此，对待这些报告我们无需太过较真，要
理性地认识到众多的“App 年度报告”多以娱
乐提醒为主，毕竟，各大平台放出的年度报告
也是商业营销手段的一种。 面对这一份份被精
心剪裁过的年度报告，不能让它真正作为一份
年度总结， 我们不妨更多地保留它的提醒作
用，让自己从中更了解自己的过去，用以调整
现在的习惯。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
你。 数据呈现的未必是真实的自我，但分享的
的确确拉动了营销，对待各大 App 推出的年度
报道，我们能从中看到自己一年生活的大致状
态并找到一点回忆的乐趣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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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存款产品如何规范？
银保监会回应

针对近期一些银行互联网存款产品从第
三方网络平台纷纷下架的情况 ，银保监会有
关负责人日前回应表示 ，商业银行推进存款
服务线上化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金融
服务效率 ，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风险隐
患 ，特别是商业银行与非自营的第三方网络
平台合作销售存款过程中存在合规管理不
到位、 风险管理不审慎、 消费者保护不充分
等问题。 对此，银保监会进行了规范。

银保监会支持商业银行在审慎经营 、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展线上存款业务 ，并遵循
以下原则和要求： 一是坚持依法合规。 不论
是线下存款， 还是线上存款， 商业银行都应
严格执行 《商业银行法 》《储蓄管理条例 》等
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 ，自觉维护公平竞
争秩序。 二是强化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应当
按照有关监管要求 ， 加强全面风险管理 ，提
高负债的稳定性 ，对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
别、监测和控制。 三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业银行在开展存款业务时， 应当加强销售
管理， 不得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 自主选择
权等权利。

互联网存款是指商业银行借助互联网金
融平台推出的存款产品， 即银行通过第三方
互联网金融平台销售存款产品， 产品和服务
由银行提供， 平台提供存款产品的信息展示
和购买接口，债权债务关系为存款人与银行，
但商业银行要向互联网金融平台支付 “导流
费”等手续费。

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在第四届中
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表示， 第三方互联网平
台存款的流动性特点有别于传统储蓄存款 ，
给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带来新课题。 多家银
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的存款产品收益
高 、门槛低 ，已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 、
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主要手段，但同时看到，开
展此类金融业务属 “无照驾驶 ”，应该纳入金
融监管范围。

据了解， 银保监会于近日会同人民银行
研究起草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
开展个人存款业务的规范性文件 ，按照问题
导向 、有序规范 、防控风险的思路 ，推动该项
业务平稳健康发展 ，有关情况将适时向社会
公布。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App广告太 ，怎么管？“任性”

■ 本报记者 马成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 App 给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极大便利， 同时无处不在的内置广告
也让人不胜其烦。有的 App 广告播放时间过长，
让人无法忍受；有的 App 广告没有关闭选项，变
相强迫用户观看……App 广告太 “任性 ”，该如
何规范？

App广告“关不掉”
任意跳转套路多

“手机上下载了多个 App，内置广告无处不
在。有些广告的内容‘辣眼睛’，想关闭都关不了。
让我惊讶的是，一些拥有大量用户的知名 App 广
告也没有明显的关闭按钮，比如朋友圈的广告仅
有‘还不错’‘不感兴趣’这样的评价按钮。 ”合肥
上班族李玲（化名）说，很多 App 广告没有关闭按
钮，就像骚扰电话一样，让人不胜其烦。

App 广告套路多， 除了存在无法关闭的问
题，还存在任意跳转、广告时间过长等问题。 “看
到广告就害怕，点‘叉’不仅关不上，还会跳转别
处，所以只能敬而远之。 ”微博网友“那个化得冰
淇淋等的是我”的留言引起网友共鸣，获得众多
点赞。 “还有的广告是做成手机界面的广告，着
急用， 点错了就给我跳到了下载。 ” 微博网友
“SolitaryACTS_”留言说。 “很多 App 一打开，首
先就是六七秒的广告， 然后播完才能进入主页
面，太烦了。 ”微博网友“嘎嘣脆 FX”说。 App 设
置虚假关闭广告按钮问题更是引起了很多网友
不满。 “有的 App 广告设置虚假关闭键，点击关
闭键后网页直接跳转到其他地方。 ” 微博网友
“冷丰”说。 还有的 App 给用户推送一个诱导性
界面，比如打开红包或者授权，诱导用户点击链
接或者下载其他 App。

近日，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
了《App 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报告（2020）》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消费者反映强烈
的 App 广告“关不掉”问题仍然突出。 上海市消
保委认为，消费者如果觉得 App 广告内容不适，
应该有权利自主点击关闭广告。 通过对 600 款
App 广告行为分析发现，58%的 App 含有广告，
其中 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如微信、汽车
之家、快看视频、36 氪等。 个性化广告推荐“不
可选择”问题也较为普遍。 上海市消保委认为，
消费者有权利拒绝个性化广告推荐。 但对 600
款 App 相关功能设置测试发现， 仅有 14.5%的
App 可以找到个性化广告推荐关闭入口。 微信
App 隐私政策规则冗长复杂， 个性化广告推荐
关闭入口极其隐蔽，关闭流程设置繁琐，还利用
技术手段限制消费者永久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

的权利， 消费者仅能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关闭且
仍旧会看到广告。 还有 App 公司为了增加广告
收入， 采用标题误导或不当技术手段增加点击
量或播放时长，消费者对此不胜其烦。

业内人士认为，App 广告无法关闭， 是一种
“强买强卖”，涉嫌侵犯用户的选择权。 手机 App
若想赢得消费者认可， 要有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不能让广告占据主导地位。 App 商家应该设置关
闭按钮，提升用户的体验。

获取用户信息精准投放

广告内容存在诸多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经济是“眼球经济”。
目前， 手机 App 内容大多采用免费模式，App 广
告是重要的变现方式。 如果没有广告，很多手机
App 将无法存活。 App 广告无可厚非。 不过，App
投放广告不能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 ， 很多 App 通过获取大量用户信息
和算法推荐等技术 ，精准投放广告 。 App 借助
算法推荐技术 ，根据用户的浏览记录 、阅读习
惯 ，精准为用户画出 “用户画像 ”。 App 通过算
法推荐 ，能够分析用户的个性化特征 ，包括用
户的兴趣点 、使用时间 、地理位置 、职业等 。画
出 “用户画像 ”后 ，算法推荐就可以把关联广
告精准推送给用户 ，进行个性化广告推荐 。 当
用户收到个性化广告推荐后 ， 算法还能够根
据用户的停留时长 、屏蔽 、转发 、评论等使用
痕迹 ，“揣摩 ”用户的 “心理 ”，更加全面地勾勒
出用户的消费画像 。 一旦用户的兴趣等发生
改变 ，App 还能借助算法推荐技术 ，动态掌握
用户的最新 “画像 ”，进而能够不断精准投放
广告 。

报告显示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 12000 次样
本数据抓取 ， 共发现 App 内置 SDK 插件投放
广告行为有 4298 次。App 广告多为精准推送型
广告 ，大量 App 广告后台还采用 RTB （竞价交
易 ）模式 。 App 广告的精准投放与竞价交易以
获得消费者的大量信息为前提 ，对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影响甚大。 微信 App 关于个性化服务
设置条款还标明“个性化广告推荐技术不会使
用用户聊天内容 ”， 那是否意味着用户在微信
里除了 “聊天 ”之外的内容都可能被微信收集
和使用？

App 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亟待引起重视。 上
海市消保委认为 ，App 广告千人千面 ， 广告数
量相当庞大。 因此，关键在于 App 发布者要尽
到对广告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核的义务 ，为消费
者“把好关”。 上海市消保委法律部团队通过对
600 款 App 广告内容检索和分析， 发现不少广
告内容存在问题。 如微信在朋友圈推送的广告

中就存在涉嫌虚假宣传、隐匿广告 （销售 ）主体
等诸多问题。

“一键关闭”应成标配
构建多元协同共治格局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主张的智能电视开机广
告“一键关闭”功能得到法院判决支持。业内人士
表示，这对于手机 App 广告监管有很好的启示作
用。 手机 App 广告也应该设置“一键关闭”按钮，
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选择权。

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 加大惩罚力度 ，同
时筑起“防火墙”，管住 App 任性搜集个人信息
的 “黑手 ”，规范 App 内置 SDK 插件广告投放
行为。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组织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 、 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制定发布了 《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10 项标准和 《App 收
集使用个人信息最小必要评估规范 》8 项系列
标准。 针对 App 侵权中的典型问题，工业和信
息化部组织相关机构按照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最小必要化” 等原则有针对性地制定了这一
系列标准，涉及图片、通信录、设备信息、人脸 、
位置、 录像、 软件列表等信息收集使用规范 。
2020 年 7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开展纵深推
进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要求企业
自查自纠 ，重点对专项行动中 “App、SDK 违规
处理用户个人信息 ”“设置障碍 、 频繁骚扰用
户 ”“欺骗误导用户 ”“应用分发平台责任落实
不到位”四方面 10 类问题进行集中排查 ，发现
问题及时落实整改。

“一些 ‘恶意 App’ 会巧妙地设置服务条
款 ，让用户在安装时就点击 ‘允许 ’，这样可以
‘理直气壮’地使用用户信息 。 ”合肥一家信息
技术公司汪经理表示 ，把搜集信息和提供服务
混为一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手机 App 运营商要加强自律 ，主动承担起
相关责任，通过技术升级，堵住网络安全漏洞 ，
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为用户提供更好服务 。 手
机 App 运营商要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以合法
方式收集个人信息 ，不能为了进行个性化广告
推荐 ，“任性 ”搜集个人信息 。 App 广告发布者
要对广告的内容进行审核 ，依法合规经营 。 据
了解 ，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大力推进全国 App
技术检测平台管理系统建设，组织 App 开发运
营者 、应用分发平台等相关单位推动建立 App
联盟，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

App 用户量大， 涉及的利益主体多。 专家
建议 ，对 App 广告进行有效治理 ，要构建政府
监管 、企业自律 、社会监督等多元协同共治格
局，建立长效的约束机制，严格规范行业生态 ，
推动 App 广告规范投放，实现多方共赢。

经郎溪县人民政府批准， 郎溪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 2020-7 号等三宗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
下表）

关于 2020-7 号地块范围内厂房资产价值
210.83 万元，土地出让时，厂房随同土地整体出

让 。 竞买人报名竞买该宗地时 ， 需另行缴纳
210.83 万元作为地上资产履约保证金， 方可取
得竞买资格。

二、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凡在我县范围内逾期欠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的
单位和个人及法律法规等另有规定者不得参加

竞买。
三、上述地块出让均设有底价，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出让文件。申请人获取土地出让文件、提交书
面申请和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为：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2 月 1 日 16 时。

经审查，在 2021 年 2 月 1 日 17 时前确认挂
牌竞买资格。

五、挂牌的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 2021 年 1 月 25 日-2021 年 2 月

3 日。 地点：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10 个工作日

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合同签订后 1 个月内必
须全部交清土地出让金。

（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土地出让文件。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平

镇中港东路与亭子山路交汇处）
联系方式：张一夫 0563-7022169

13966229260
开户单位：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开户银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账 号：2610501021000011118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宣城分行郎溪支行
账 号：184214785276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

县支行
账 号：12072001040011661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郎溪县支行
账 号：934005010002720022
开户银行：安徽郎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账 号：20000244866666600000023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郎溪支行
账 号：34001756208053005297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郎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 1月 5日

郎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郎自然资规告字[2021]1号

编号 土地位置 面积（m2） 出让方式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2020-7 十字园区 19985 挂牌 工业 ≥1.0 ≥40% ≤15% 50 450 450

2020-11 十字园区 27625 挂牌 工业 ≥1.0 ≥40% ≤15% 50 622 622

2019-55 十字园区 17954 挂牌 工业 ≥1.0 ≥40% ≤15% 50 404 404

甘亮/绘


